
证券代码：600096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云天化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2-069 

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被担保人名称：公司全资子公司、参股公司（按持股比例担保）。 

●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：2022 年 6 月合

计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29,511.24 万元，截至 2022 年 6

月 30 日，公司为上述被担保人累计担保金额为 218,303.07 万元，在

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之内。 

●参股公司云南氟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各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

担保。其他被担保人均为全资子公司，未提供反担保。 

●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：无。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22 年 6 月为全

资子公司、参股公司（按持股比例担保）的银行融资业务提供如下担

保： 

担保方 
被担保人 

名称 

2022年 6月提供担

保金额（万元） 

2022年累计担

保金额（万元） 

2022年担保额

度（万元） 

公司 云南水富云天化有限公司 20,000.00 131,912.88 196,000.00 

公司 
云南云天化花匠铺科技有限

责任公司 
2,663.87  11,464.81  20,200.00  

公司 
云南云天化农资连锁有限公

司 
5,749.77 64,313.01 220,000.00 

公司 云南氟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,097.60 10,612.37 17,248.00 

合计 29,511.24 218,303.07 453,448.00 

注：参股公司云南氟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各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。其他

被担保人均为全资子公司，未提供反担保。 

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9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

议通过《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



司、控股子公司、参股公司（按持股比例担保）提供累计担保金额不

超过人民币 215.8948 亿元，担保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1

年。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（或其指定代理人）在上述担保限额内签

署公司 2022 年度融资担保事项（文件）（详见公告：临 2022-003）。 

2022 年 6 月，公司为上述全资子公司、参股公司（按持股比例担

保）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29,511.24 万元，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，公

司为上述被担保人累计担保金额为 218,303.07 万元。本次担保事项在

上述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之内。 



二、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被担保方名称 注册地点 
法定代

表人 
经营范围 

与公司

关系 
股东及持股比例 

影响被担保人

偿债能力的重

大或有事项 

云南水富云天化

有限公司 

云南省水富市云富

街道办事处云天大

道 37 号 

梁洪 

化肥原料、化工原料、有机化工产品、电子材料、车用尿素、硫

酸、工业气体，危险化学品经营；煤炭经营；货物或技术进出口

等。 

全资子

公司 
公司持股 100% 无 

云南云天化花匠

铺科技有限责任

公司 

云南省昆明市晋宁

区昆阳街道永乐大

街 403 号 

姚江兰 

肥料销售；塑料制品销售；礼品花卉销售；农作物种子经营（仅

限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）；农林牧渔机械配件销售；花卉种植；

园林绿化工程施工；城市绿化管理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

咨询等。 

全资子

公司 
公司持股 100% 无 

云南云天化农资

连锁有限公司 

昆明市度假区金柳

路 11 号 
翟树新 

化肥、农药、农膜、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、饲料及添加剂、农业

机械、非金属矿及制品、金属矿及制品等销售；粮食收购；煤炭

批发经营；国内贸易、物资供销；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等。 

全资子

公司 
公司持股 100% 无 

云南氟磷电子科

技有限公司 

云南省昆明市安宁

市草铺街道金磷路

云南天安化工有限

公司厂区内 

谷正彦 

电子产品技术的研发及应用；基础化学原料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、

专用化学品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、其他专用化学品（不含危险化

学品）的生产与销售。 

参股公

司 

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

公司持股 51%，公司持

股 49%。 

无 

（二）被担保方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

单位：万元 

被担保方名称 
2021 年（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） 2022 年 1-3 月（截止 2022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

云南水富云天化有限公司 420,243 229,159 281,827 47,078      436,448   238,706       73,726     9,469  

云南云天化花匠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4,219 15,222 13,307 158       32,764    15,189        3,694       -35  

云南云天化农资连锁有限公司 396,089 74,911 1,457,963 5,312      426,652    80,928      451,422     5,984  

云南氟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1,541 19,930 - -81       39,606    19,807          -        -125  

注：云南氟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处于项目在建期间，尚未开展生产经营。 



三、董事会和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（临时）

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》，董事会和独

立董事发表了如下意见： 

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，是为了支持子公司的发展需要，有利于

公司内部资源优化配置，降低公司综合资金成本，有利于公司持续稳

定地开展日常经营业务。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、

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

者利益的情形。 

四、此次担保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

此次担保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、损益和资产状况无任何不良影响。

此次担保是为支持子公司和参股公司的发展需要，有利于提高子公司

和参股公司持续经营能力，降低公司综合融资成本，保证公司资金安

全。 

五、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

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

1,047,194.21 万元、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1,014,018.48

万元，上述数额分别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 102.53%

和 99.28%，无逾期担保。 

 

 

 

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2 年 7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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